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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文物局提出。

本文件由山西省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辰涵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博物院、云冈研究院、太原市文物保护研

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太原市双塔博物馆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山西省古

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山西古建筑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山西大学、太

原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卿、赵志明、何勇、韩宏斌、薛峰、宁波、冯燕、郑媛、王文剑、史颖、张

晓、郭强、李靖、邢娟娟、卫志芳、沟睿、欧阳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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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可移动文物的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的术语和定义、前期准备、 三维点云数据的

采集、点云数据的几何建模、网格模型的纹理贴图、三维数字化结果的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采集时能保持外观形态稳定、外观色彩稳定、材料非透明的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

数字化采集的过程和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979 近景摄影测量规范

GB/T 18894 -2002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

GB/T 23863-2009 博物馆照明设计规范

GB/T 17941-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

GB/T 24356-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WW/T 0017-2013 馆藏文物登录规范

WW/T 0020-2008 文物藏品档案规范

CH/Z 3017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作业技术规程

DB14/T 1926-2019 石窟寺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规程

DB14/T 1927-2019 石窟寺文物摄影测量三维数字化采集规程

GB/T 17941-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三维激光扫描

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取物体表面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三维点云数据。

点云

以离散、规则或不规则方式分布在三维空间中的点的集合。

点云密度

单位体积上点的平均数量。

点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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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云中相邻两点之间的空间距离。

三角网格模型

通过三角形表示的物体空间信息的三维模型。

纹理贴图

使用UV坐标表示，包含纹理与网格模型映射关系的图像。

色彩管理

运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在数据采集和处理过程中，统一管理和调整颜色，保证整个过程中色彩

的一致性。

纹理模型

由网格模型和纹理贴图共同表达物体表面特征信息的三维模型。

点云的配准

把不同局部坐标系点云数据通过同名几何约束，变换到同一坐标系下，构成完整点云数据的过程。

完整度

物体非隐蔽表面的网格模型统计面积与实际面积之比。

4 基本要求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应采用对可移动文物（器物类）无损的技术方法，选用方法

宜参见附录 A。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宜按可移动文物（器物类）约定俗成的放置姿态和方向确定

坐标轴，各坐标轴方向最大尺寸所构成的六面体的中心点为坐标原点。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中的质量控制应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并建立质量记录。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数据和成果数据应统一命名存储，并及时检查完整性、可用

性。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成果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应制订文物安全保护方案，并实施安全措施。

5 工作流程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的工作流程宜按照图 1 所示工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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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作流程图

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主要包括明确项目具体内容、确定技术方案、进行人员配置、准备仪器设备及辅助设施、

确定安全保障方案。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主要包括三维激光扫描数据采集二维影像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主要包括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处理、二维影像数据处理和纹理模型制作。

三维数字化成果

三维数字化成果主要包括档案级数据成果和应用级数据成果的质量检查和归档。

6 前期准备

明确项目具体内容

a）明确实施三维数字化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尺寸、材质及附存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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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明确数字化成果的输出形式、精度要求及应用需求。

确定上述内容后，需进行详细记录。

确定技术方案

确定项目内容后，需做如下工作：

a）项目概况：描述项目背景、项目目标、工作内容、工作要求、时间周期等基本情况。

b）作业依据：说明项目采集引用的规范、标准。

c）技术方法：根据采集对象及附存环境选择合适的技术方法，规划作业流程和方法步骤。

d）资源配置：根据技术方法和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仪器、软件、人员等。

e）组织设计：确定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责任分工、进度计划。

f）质量检查：说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质量检查和监督。

g）成果清单：明确项目成果的内容及格式。

人员分工

项目实施前，需要明确团队组成及分工，指定一名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全流程的管理。

仪器及辅助设施

按照技术方案的精度要求，确定测量平台及测量基准，对辅助设施（如脚手架等）进行提前布置和

准备，遵照仪器使用规程进行相应的操作。

安全保障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要确保文物安全及人员安全。防止仪器设备碰到文物或者倒下砸到文物。在高

处测量时，人员要系安全带。设备与可移动文物之间的安全距离≥500 mm。采集人员要按照文物保护人

员的基本要求进行操作，避免应人为操作不当对文物本体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7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技术指标

7.1.1 采集过程中文物表面不可粘贴标志点，宜采用特征拼接方式采集。

7.1.2 数据采集的技术指标应按项目对成果的要求，对照附录 B 选择对应的存档等级，根据存档等级

确定。

三维点云数据采集

7.2.1 三维点云数据采集方法及设备的选择

根据被测对象的大小、精度要求及应用需求等选择合适的测量设备。三维点云数据采集作业应参照

CH/Z 3017和DB14/T 1926-2019的相关规定执行。

对大体量物体如青铜器、大型雕塑、古董钟表等，宜采用大场景激光三维扫描仪获取场景的三维模

型，扫描仪精度不得低于 2mm；对具有精细结构的中小物体如雕塑造像、漆器、竹木骨角雕刻、等，

适合采用基于三角法的面结构光三维扫描仪或者线激光三维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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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扫描仪的最小分辨率要小于需要的最小特征大小的 1/2，这样被测物体的特征可以清晰的表现

出来。比如需要采集 1mm大小的特征，三维扫描仪的最小分辨率应该小于 0.5mm。

相关扫描仪设备需要有省级以上计量机构出具的精度认证报告。

7.2.2 三维扫描仪测头与文物的安全距离≥500 mm。

7.2.3 三维采集设备的单帧扫描精度≤0.5mm。

7.2.4 原始点云数据拼接精度:

a) 文物特征表面单边尺寸≤300 mm，点云数据拼接精度≤0.1mm；

b) 300 mm≤文物特征表面单边尺寸≤1000 mm，点云数据拼接精度≤0.5 mm;
c) 1000 mm≤文物特征表面单边尺寸≤2000 mm，点云数据拼接精度≤1 mm。

7.2.5 三维点云数据采集的基本要求

三维点云数据采集的分辨率选择原则为数据采集越精细越好，采样点距尽量均匀。但精细的数据会

造成数据量的加大，对后续的数据处理和保存等都增加了难度。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合适的

分辨率大小。下面是对不同对象的采集分辨率推荐要求：

a) 大佛像、大型雕塑，建议采集精度为2mm~5mm；

b) 中小佛像、罗汉、小佛龛、小型艺术品，建议采集精度为0.5~2mm；

c) 字刻、雕刻纹饰、手稿，建议采集精度小于0.5mm。

7.2.6 三维点云数据采集的流程

a）辅助设施准备，包括脚手架、电源、遮光布等；

b）仪器校准，确保仪器的精度满足测量要求；

c）确定扫描视点，进行数据采集；

d）在扫描软件中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e）保存原始数据，按附录C填写现场记录，并按照后续软件的要求输出点云或者网格。

7.2.7 三维点云数据采集数据检查

进行三维点云数据采集数据检查，数据检查记录参见附录D，出现不合格情况时应按本节要求进行

相应的重新扫描或者补充扫描。

纹理数据采集

7.3.1 纹理数据采集总体要求

纹理数据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主体突出、背景干净。

b) 为保证影像信息含量,被摄可移动文物应尽量充满画面。可移动文物应拍摄全形图1张，无法在

一张影像中记录全形的，以分段拍摄形式记录，相邻两个画面重合部分不小于画面长度或宽度的1/4；
并对文物正视、侧视、顶面、底面图像进行拍摄；对具有铭文、花纹、附件或其他特殊情况的文物应对

局部进行拍摄，对有不同花纹、铭文的各个面也应进行正面拍摄。照片拍摄要有整体性，连贯性。

c) 利用专业色彩管理软件及标准色卡校色。

d) 根据采集环境和技术方案，调试布光场景。

e) 确定曝光值和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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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选择合适的色温,保证被拍摄目标物色彩还原的准确度，色温建议控制在5500k±500k。

7.3.2 二维影像采集技术要求

二维影像采集设备包括单反数码相机、专业镜头、相机闪光灯、光学扫描仪、相机三脚架、云台、

摄影灯灯头、侧灯架、顶灯架、柔光箱、反光板、摄影台、翻拍架、背景纸、相机备用电池、相机闪光

灯电池等。数码影像采用RGB真彩色模式的位图表示法。

数码影像技术要求：

a) 成像传感器尺≥ 35�� × 23��；

b) 成像的RGB每通道色彩深度值≥12Bit；

c) 单张照片像素≥2400万；

d) 数码影像每个原色的灰度级别不低于64级；

e) 数码影响光学分辨率不小于300dpi；

f) 影像文件大小应选择所用设备最大影像尺寸，影像文件格式应选择TIFF或RAW+JPEG；

7.3.3 灯光的设置

灯光设置应按照GB/T 23863-2009的规定执行，同时拍摄照片时灯光要分布均匀，不能出现阴影、

高光、亮点或暗点，根据需要在环境中可布置多盏灯光。

7.3.4 纹理贴图拍摄应按照 GB/T 12979 的规定执行，且符合以下要求，宜按附录 C 填写现场记录：

a) 照片分辨率等于或优于相应的存档等级的成果要求中规定的纹理贴图分辨率；

b) 拍摄过程中保持相同的焦距，使用非定焦镜头时对其采取焦距固定措施；

c) 可移动文物在照片中的画面面积占比≥70%；

d) 航向重叠度≥80%，旁向重叠度≥60%；

e) 可移动文物上同一特征点的相邻照片数≥3张；

f) 纹理映射图像以正视图照片颜色为基准；

g) 纹理映射图像整体清晰度要不低于95%。

h) 在可移动文物旁放置参照物并随可移动文物一起拍摄。

7.3.5 每件可移动文物拍摄完成后，应立即进行以下检查：

a) 保存有TIFF或RAW+JPEG格式文件；

b) 图像清晰、曝光均匀；

c) 颜色管理符合要求；

d) 照片分辨率满足相应的存档等级成果要求中纹理贴图分辨率指标要求；

e) 焦距整体一致或成组一致；

f) 可移动文物在画面中的占比符合7.3.4中相应限值要求；

g) 航向重叠度、旁向重叠度符合7.3.4中相应限值要求；

h) 可移动文物上同一特征点的相邻照片数符合7.3.4中相应限值要求，且拍摄的照片满足三维重建

后网格模型完整度要求。

7.3.6 进行纹理贴图检查时应按附录 D 填写检查记录，出现不合格情况时按照本节相应要求进行重拍

或补拍。

8 数据处理

三维点云数据处理

8.1.1 几何建模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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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数据的几何建模包括点云预处理、点云数据配准、点云数据建网、三角网格处理等内容， 主

要如下：

a) 点云预处理：包括点云的选择、删除、降噪、平滑、均匀采样、曲率采样等；

b) 点云数据配准：在两组点云中选择对应点，实现三维数据的配准和融合。对多组点云要进行全

局误差控制；

c) 点云数据建网：从点云生成三角网格模型并在建网过程中控制目标三角形的数量；

d) 三角网格处理：对三角网格进行选择、删除、平滑、精简、补洞等处理。

8.1.2 三维点云数据的配准

三维点云数据的配准是整个三维数字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建议采用能自动配准的三维扫描仪。自

动配准可通过在扫描过程中采用辅助标志点或者从物体上提取特征点的方法将三维数据进行自动对齐，

避免人为选择对应点对建模结果的影响，特别是扫描次数较多时手工选择对应点就会非常困难。

对多视点数据的配准应该进行全局误差控制，有效处理由于累积误差产生的问题。

当必须采用人工选择对应点进行配准时，应当选择物体上较有特征的地方，多选择几个点（建议4
个以上），以提高配准的精确度。

8.1.3 三角网格模型的处理

由点云数据采用三角网法进行封装，逆向生成三角网格模型。构建完成三角网格模型后进行进一步

处理。

a） 消除重叠面、交叉面及锐角网格。

b） 精简-在满足要求的范围内进行三角网面片的减量。

c） 平滑-在满足精度要求的基础上，对整体或局部进行平滑处理。

d） 修补-在制作成果模型时，利用计算机的趋势计算填补扫描漏洞的过程。

8.1.4 几何建模的输出成果

几何建模的输出结果为待测物体的三角网格模型，输出格式为STL、OBJ、PLY等通用的三维数据

格式。

纹理贴图数据处理

8.2.1 初次使用用于纹理贴图数据处理的显示器，应按以下要求进行颜色校准：

a) 显示器色彩空间设定为与相机和采集色卡一致；

b) 在稳定室内光环境下，使用校色仪进行显示器颜色校准，生成显示器颜色校准文件。

8.2.2 显示器颜色校准文件应按以下要求使用：

a) 采用有效期内的显示器校准文件完成显示器的颜色校准；

b) 校准文件超过有效期，对显示器重新进行校准，并对颜色校准文件进行更新。

8.2.3 应选择支持颜色管理的影像处理软件进行纹理贴图数据处理，软件的色彩空间设定与相机、显

示器一致。

8.2.4 纹理贴图要求

对贴图的整体要求是达到原始物体的效果，从形状到颜色，都以原始物体为标准，做到尽可能的精

确。不能出现有透视太大的图像，不能出现接缝，不能出现错位、图像拉伸等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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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模型制作

8.3.1 自动纹理模型制作

一些彩色扫描仪采集几何模型的同时能采集纹理图像，纹理采集相机与几何采集相机同时标定，并

且能将纹理图像自动贴附到几何模型上，实现数据采集、几何建模及纹理贴图的高效整合，得到高质量

的带纹理三维模型。建议采用此类设备进行三维数据采集。

8.3.2 手动纹理模型制作

将相机拍摄的二维影像数据，利用UV展开，与三维数据进行特征匹配，以完成纹理映射，生成纹

理模型。纹理映射过程中遵循以下规则：

a） UV分块原则应选择在隐蔽、平滑且不影响主体纹饰。

b） UV分块应遵循分布均匀、画幅饱满的选择，尽量避免出现拉伸，局部大面积畸变等现象。

c） 将映射后的分块模型拼接形成完整的纹理模型。

d） 消除因分块整合产生的缝隙及局部拉伸等现象。

e） 基于色卡，调节整个纹理模型的颜色，保证均匀一致。

f） 在满足精度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进行贴图优化，降低纹理模型的数据量，以保证数据的有效使

用。

9 三维数字化成果

成果形式

三维数字化成果应包括原始数据和成果数据。原始数据包括原始采集的单站点云数据和二维影像原

始数据。成果数据包括拼接完整的点云成果数据、存档级模型数据及调色后二维影像数据。

9.1.1 三维数据的输出形式

保存仪器的原始测量工程文件。最终输出接口要求为通用格式。

a) 点云数据：ASC、PTX、XYZ等格式；

b) 二维影像数据：TIFF、JPEG、RAW等格式；

c) 几何模型：STL、OBJ、PLY等格式；

d) 带纹理模型：OBJ、WRL、3DS等格式。

9.1.2 成果数据命名

纹理模型数据命名：文物编号-文物名称；

纹理贴图数据命名：文物编号-文物名称-L-编号，编号从01，02，03，···；

9.1.3 成果数据文件组成

成果数据文件组成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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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成果数据文件组成

9.1.4 数据存储

文物成品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存储系统可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存储区域网络(SAN)、
网络连接存储(NAS）或混合模式。SAN存储适用于数据库结构化数据存储，NAS存储适用于视频图片

等非结构化数据存储。

根据文物数据的特点，存储系统符合如下技术要求:
a)文物数据量巨大，存储系统应具备绿色节能的特点，减少能耗和空间的占用，并具有灵活的扩展

性和兼容性，如采用国产存储服务器并可级联扩展的磁盘柜及高密大容量存储磁盘等

b)为避免文物数据丢失，存储系统应具备容灾的能力，如双活、复制等;
c)文物数据要求永久保存，存储系统应具备永久的数据存储能力，如滚动升级、数据迁移等。

9.1.5 数据的备份

三维数据采集过程中，每天需对数据进行备份，保存在专用的数据存储设备上，并制定完善的数据

备份策略，如完全备份、增量备份、异地备份等。

成果验收

9.2.1 三维数字化成果主要技术指标参照附录 E 进行质量检查，并按附录 F 填写检查表。

9.2.2 三维数字化成果主要技术指标质量检查中出现不合格项，应查找原因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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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归档

9.3.1 项目的各项技术工作完成后应按以下要求进行成果整理：

a) 应对数据成果分类整理；

b) 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质量检查等记录应规范、齐全，技术文档应完整、准确、签署无遗漏。

9.3.2 成果整理完成后应编写项目技术工作报告，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项目概况：背景、目的、要求、开始和完成日期、实际工作量、作业依据等；

b) 技术工作情况：技术路线、作业流程、仪器设备、技术方法、实施步骤等；

c) 质量情况：质量控制方法、检查流程、评价情况与结果；

d) 提交的成果；

e) 结论与建议。

9.3.3 项目成果应完整归档。

数据安全

9.4.1 项目实施前建设方与实施方应签署保密协议

a) 明确项目实施中和完成后，所有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

b) 明确项目数据直接使用和转化利用需履行的程序；

c) 明确由项目数据衍生的成果知识产权归属。

9.4.2 项目数据在交付和使用中通过以下方式

a)项目数据交付时实施方应通过存储介质直接拷贝的方式向建设方提交所有数据，如U盘、移动硬

盘或存储设备等；

b)项目数据使用时应履行相关手续，在数据所有方授权允许后才可通过存储介质直接拷贝方式获得

所需数据；

c)数据交付和数据使用时，操作人员须对存储介质进行安全检测，避免病毒或木马对存储设备及数

据造成破坏；

9.4.3 项目数据日常管理

a)项目数据调用查询、拷贝使用等操作应有相关手续，以备回溯；

b)存储项目数据的设备系统应开启账号登陆并设备复杂密码，同时配置定期更换密码和系统日志功

能；

c)具有网络环境的网络存储，应配置安全认证、VPN准入、日志审计、隔离网闸等网络安全设备，

严格网络访问安全策略；

d)定期对存储数据进行数据完整性检查和安全备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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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技术方法

A.1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技术方法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技术方法参见表A.1。

表 A.1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 主要设备 成果特点 方法及适用性

三维激光扫描

a) 三维激光扫描仪

b) 数码相机

c) 控制测量仪器、装

置（可选）

a) 点云密度高；

b) 纹理贴图还原度高；

c) 纹理贴图与网格模型映射

的位置误差较小；

d) 三维扫描数据与摄影测量

数据可以相互印证；

e) 成果质量受三维扫描和摄

影测量技术方法固有特点共同

制约。

本方法利用三维扫描获取空间信息，

利用摄影测量获取颜色信息，两者结

合从而实现三维数字化，适用于本规

范所定义的各类可移动文物，尤其适

用于有以下需求的项目：

a) 对高密度点云有要求；

b) 对高精度数据有要求；

c) 对成果相互印证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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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成果技术指标

B.1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成果技术指标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成果技术指标要求应符合表B.1。

表 B.1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成果技术指标

等级 类型 内容 技术指标

特级 纹理模型

网格模型

a) 三角面数≥1000 万；

b) 尺寸误差≤0.04mm；

c) 表面起伏变化最小值≥尺寸误差；

d) 完整度≥98%

纹理贴图

a) 贴图分辨率≥600dpi；

b) CIEDE2000 色差平均值≤1.0；

c) 与网格模型映射的位置误差≤0.05mm。

一级 纹理模型

网格模型

a) 尺寸误差≤0.08mm；

b) 表面起伏变化最小值≥尺寸误差；

c) 完整度≥98%

纹理贴图

a) 贴图分辨率≥300dpi；

b) CIEDE2000 色差平均值≤2.0；

c) 与网格模型映射的位置误差≤0.10mm。

二级 纹理模型

网格模型

a) 尺寸误差≤0.16mm；

b) 表面起伏变化最小值≥尺寸误差；

c) 完整度≥96%。

纹理贴图

a) 贴图分辨率≥200dpi；

b) CIEDE2000 色差平均值≤3.0；

c) 与网格模型映射的位置误差≤0.20mm。

三级 纹理模型

网格模型

a) 尺寸误差≤0.24mm；

b) 表面起伏变化最小值≥尺寸误差；

c) 完整度≥94%。

纹理贴图

a) 贴图分辨率≥150dpi；

b) CIEDE2000 色差平均值≤4.0；

c) 与网格模型映射的位置误差≤0.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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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现场记录表

C.1 可移动文物三维点云数据采集现场记录表

可移动文物三维点云数据采集现场记录表参见表C.1。

表 C.1 可移动文物三维点云数据采集现场记录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文物基本信息

文物名称 文物编号

文物类别 文物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 复制□ 其他□

扫描信息

扫描人员 扫描日期

扫描地点 扫描要求

扫描设备 扫描视点数

扫描分辨率 数据量

校准精度 拼接精度

扫描耗时 扫描站数

环境记录 温度： 湿度： 其他：

扫描记录编号 标志物照片编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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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可移动文物纹理贴图数据采集现场记录表

可移动文物纹理贴图数据采集现场记录表参见表C.2。

表 C.2 可移动文物纹理贴图数据采集现场记录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文物基本信息

文物名称 文物编号

文物类别 文物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 复制□ 其他□

拍摄信息

拍摄人员 拍摄日期

拍摄地点 拍摄要求

拍摄设备 光环境设置

航带数量
正 置： 侧置一：

侧置二： 倒 置：
焦距分组

色卡照片数 航带照片数

拍摄耗时 照片编号

环境记录 温度： 湿度： 其他：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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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数据检查表

D.1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数据检查表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数据检查参见表D.1。

表 D.1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数据检查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文物基本信息

文物名称 文物编号

文物类别 文物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 复制□ 其他□

原始点云数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处理措施 处理结果及其他

1 分块重叠度 □合格 □不合格 □补充扫描

2 完整度 □合格 □不合格 □补充扫描

3 点间距 □合格 □不合格 □补充扫描

4 分层、错位 □合格 □不合格
□剔除错误数据并补扫

□重新扫描

5 噪点 □合格 □不合格
□剔除错误数据并补扫

□重新扫描

原始贴图数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处理措施 处理结果及其他

1 无损格式 □合格 □不合格 □补拍 □重拍

2 感光度 □合格 □不合格 □补拍 □重拍

3 色卡照片 □合格 □不合格 □补拍 □重拍

4 分辨率 □合格 □不合格 □补拍 □重拍

5 重叠率 □合格 □不合格 □补拍 □重拍

6 完整度 □合格 □不合格 □补拍 □重拍

7 清晰度 □合格 □不合格 □补拍 □重拍

8 曝光均匀性 □合格 □不合格 □补拍 □重拍

记录人 记录日期

复核人 复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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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成果数据检查方法

E.1 可移动文物三维点云数据采集成果数据检查方法

可移动文物三维点云数据采集成果数据检查方法参见表E.1。

表 E.1 可移动文物三维点云数据采集数据检查表

序号 检查指标 检查方法

1 尺寸误差 a) 标准件比对法。三维扫描或摄影测量时，可移动文物旁放置≥1/3 且≤3 倍尺

寸的标准件，在三维数字化成果中计算出标准件的尺寸，与标准件的实际尺寸进

行比较，其差值可作为尺寸误差；

b) 重复测量比对法。使用≤1/3 误差指标要求的设备，重复采集≥3 组尺寸数据

的平均值作为最或是值，成果尺寸值与最或是值的差值可作为尺寸误差。

2 平均点间距 软件统计法。使用具有平均点间距统计功能的软件进行统计。

3 最大点间距 软件分析法。使用具有最大点间距分析功能的软件进行分析。

4 完整度 软件统计对比法。使用具有面积统计功能的软件，分别统计成果网格模型和参照

可移动文物实物修补完整的网格模型的表面积，求取前者与后者比值百分率。

5 贴图分辨率 a) 软件报告法。将相机采集的照片在不改变原像素分辨率的情况下生成纹理贴

图，软件给出的采样分辨率或对地分辨率可以作为纹理贴图分辨率；

b) 推断法。参与三维重建的有效照片中，最低分辨率照片，其分辨率可作为纹理

贴图分辨率的最低值。

6 CIEDE2000 色

差值

a) 规范计算法。按照 ISO/CIE 11664-6 Colorimetry–Part 6: CIEDE2000 Colour

- difference formula CIEDE2000 中给出的方法求取；

b) 工具软件法。使用具有计算 CIEDE2000 色差值的软件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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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

可移动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成果数据检查记录表

F.1 可移动文物三维点云数据采集成果数据检查记录表

可移动文物三维点云数据采集成果数据检查记录要求参见表F.1。

表 F.1 可移动文物三维点云数据采集成果数据检查记录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文物基本信息

文物名称 文物编号

文物类别 文物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 复制□ 其他□

成果 检查内容
成果技术指标要

求
实际指标 检查结果

点云

数据

尺寸误差(mm) □合格 □不合格

完整度(%) □合格 □不合格

平均点间距(mm) □合格 □不合格

最大点间距(mm) □合格 □不合格

纹理

模型

模型尺寸误差(mm) □合格 □不合格

完整度(%) □合格 □不合格

贴图像素分辨率(dpi) □合格 □不合格

CIEDE2000 色差值 □合格 □不合格

记录人 记录日期

复核人 复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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